
陵水格择村要求贫困户参与扶贫产业劳务，无故缺工者调减利润分配

脱贫先脱懒 致富需主动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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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

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

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海口国家高新区成立于1991年，是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高
新区，下辖美安科技新城、药谷工业园、海马工业园、狮子岭工业
园、云龙产业园。园区发展至今，已有一批知名品牌大企业相继
落户，园区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为进一步提升园区形象，
展现园区独具一格的文化风貌。现对“一城四园”VIS设计及延
展应用设计方案公开征集，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有能力提供服
务的设计机构参与设计。

一、征集内容
“一城四园”VIS设计及延展应用设计方案（结合海口、海口

高新区整体风貌及文化背景设计）
二、征集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月20日17：00结束。

三、投稿方式
1、投稿人须将投稿作品电子邮件和纸质文档两种介质按时

送达主办方电子信箱和工作地点。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
英街道海榆中线9公里处狮子岭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理
委员会；联系方式：65580890

2、设计作品电子稿以JPG格式，于2018年1月20日17：00
前，电子邮箱：604795368@qq.com

3、设计作品纸质文档，须在公开征集结束2个工作日内(1月
20日17:00前)送达或邮寄至主办方。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1月5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城四园”VIS设计及延展应用设计方案的通知海南省商业总会

首届海南迎春商品日月广场展销大会
（2018年1月22日开幕）

为搞活我省商品经济，为商家提供商品销售机会，满
足广大消费者采购年货需求，展会地址：海口市日月广场。

参展电话：富先生：65396888
李先生：65225918 吴先生：66111119

传真：65311316 电子邮箱：zgcicc@163.com
海南省商业总会地址：海口市大英路6号望海国际广

场公寓17楼

近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荣
获“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
百佳示范单位”称号，是同期进驻海南
的股份制银行中第一个获得此项荣誉
的银行。同时，招行海口海甸支行和国
贸支行分获中国银行业文明优质服务
五星级和四星级营业网点称号。

刚刚荣获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的招商银行
海口分行营业部，有着是一支年轻而奋
进的团队，存款量、业务量、考核利润等
多项业务指标稳居分行各网点前列。
分行营业部是海口分行网点服务管理
中的一个缩影，在分行的监督管理下，
各网点均已成长为一个服务制度规范、
服务评价体系健全、优质服务工作常态
化的金融服务机构，为构建海南文明金
融市场作出贡献。

规物范世：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海口分行一直一把手亲自抓服务，
大堂主管和综合主管每日服务巡察管
理，每月召开服务管理例会……正是通
过一个较为完善的服务管理制度，各网
点的服务工作日臻完善。

徜徉在海口分行营业部典雅大气
的营业大厅中，绿植触目可及、鲜花传
递温馨，窗口爱心洋溢、WIFI无限联
结，爱心座椅、贴心雨伞、温馨水吧……
一区、一屏，一桌、一椅，井然有序，细节
处见温馨，规范中显关爱。在功能分区
上，善用空间，巧妙布局，在厅堂设置了
儿童游乐区、高尔夫体验区、便民服务

区、普及金融知识专区、爱心驿站、母婴
室等特色服务区，同时也有极具文化氛
围的员工图书室、员工减压室、更衣室
等，让满意的员工用饱满的热情服务好
每一位客户。

创新发展：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为方便、快捷的办理业务，分行上线
了VTM智能柜台，客户办理业务不仅不
用排队了，而且整个办理流程都很快捷，
据了解，智能柜台集成了人脸摄像头、真
人互动、话筒、签字笔、U-key发放、凭条
打印、读发卡、身份证扫描、指纹感应等模
块，可以进行开卡、客户信息变更、挂失、
风险评估、网上商城、转账汇款等80%的

个人非现金业务。客户也从传统的取号
排队、手写单据等流程解脱，“高效、简洁、
便捷”带给客户更多金融体验。

2016年末，海口分行陆续上线了
ATM刷脸取款功能，是海南省银行机
构中首个上线该功能的银行，“刷脸取
款”将人脸作为身份核验的自然交互标
识，用户无须插入实体卡片，简化了用
户的取款流程，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即
刷即取”，大大优化了用户体验。同时，
在安全性方面，“刷脸取款”除了使用

“人脸生物特征”识别外，还拥有其他多
层安全防护举措，包括大数据风控识
别、手机号码验证、密码验证等。“刷脸
取款”在给用户带来便捷体验的同时，
保证了用户账户安全性，可以说安全便
捷两不误，目前，海口分行各营业网点
均可体ATM验刷脸取款功能。

服务至上：
问渠清如许 源头活水来

服务至上，是招行的卓越特色；专
注服务，是各分支行的有力传承。在当
前同业竞争加剧、移动互联大幅抬升客
户体验预期的背景下，为优化客户体
验，追求令客户感动而非满意的服务，
海口分行梳理先进服务管理经验、优秀
服务举措、典型服务案例，进而整理出
8大“感动服务场景”、25项“感动服务
举措”，希望以此启发各网点服务管理
思路，实现从简单的固化员工服务行
为，到激发员工自发的提升服务意识的
转变，不论从组织还是个人，均能切实
从客户体验的角度出发，为客户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
个性服务，彰显服务品质。叶先生

已届退休，患有脑血栓身体行动不便，
工资卡在手却因没有激活无法使用。
分行营业部本着关心客户的一颗诚心
以及招行“因您而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风雨中驱车前往远在30多公里外
的长流镇，只为了给这位“特殊”的客户
激活工资卡，为叶先生提供了一场“私
人定制式”的上门服务。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获得全国百佳是海口分行
的全新起点，该行立志将以新理念、新
姿态、新举措来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坚持不懈强
化服务标准，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
各项业务健康持续发展，打造招商银行
优质服务品牌。（杨倩 井岗）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荣获
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网点

1月3日，万宁万城镇，贫
困户在田间搭建温室大棚，整
理排水沟，把大棚前的水沟加
宽加深，并将其与棚区的大沟
连通，以防雨水灌入棚内。有
了这些大棚，农户种植瓜菜的
收益就有了保证。

据了解，这些大棚由合作
社购买，政府补贴一半资金，镇
里的贫困户被吸纳到合作社里
打工，参与合作社的贫困户每
月打工工资为2000元，月底可
以领走1700元，剩下的300元
入股合作社，年底以股东的身
份参与分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控股创新光伏发电精准扶贫

阳光变白银 隆道村奔新路
本报临城1月4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晋）由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打造的临高县首个
光伏扶贫项目并网仪式近日在该县调楼镇隆道村
举行，该项目利用光伏发电的新模式，年收益30
万元的一半将作为帮扶资金，让阳光变成真金白
银送给农户，既富了农户，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据悉，调楼镇隆道村的光伏扶贫项目是海南
控股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省国资委的指导和
协调下实施的重大惠民工程，由海南控股子公司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与海南牛路岭电力工程公
司具体组织实施，投资达300余万元，去年8月开
始施工，目前已全部完成电站建设并验收。

预测项目投产后年均有效发电1200个小时，
发电量36万度，收益30万元，连续使用寿命25年
以上。其50%的售电分红权作为隆道村帮扶资
金，预计隆道村年均增收资金约14.41万元，后5
年收入约36.42万元，25年累计增收324.62万元。

作为隆道村对口扶贫单位，海南控股确定了“长
短结合”“输血和造血结合”“扶贫和扶智结合”的
综合扶贫方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动态管理，同
时划拨预算外专项工会扶贫经费加大“输血”力度。

据介绍，2015年至今，海南控股先后投入近25
万元为隆道村贫困户购买鸡苗，并通过海南股权交
易中心进行商品众筹，发动公司员工进行保底回
购，为隆道村58户贫困户创收近25万元，人均年收
入增加1000元，超过2965元/人/年的脱贫标准线。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刘大鹏

一碟黄瓜炒火腿肠、一碟炒青
菜，这是琼海龙江镇深造村村民吴仕
锋1月2日的晚餐。“在2015年前，只
有逢年过节，才买点鱼、肉，现在，每
天都可以吃上了！”吴仕锋激动地说，
这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

已至中年的吴仕锋，家中有年迈
生病的母亲和上中学的孩子。早年
间其伴侣因不堪忍受贫穷的家境，在
儿子年仅3岁时便离家而去。面对
一家子的生计压力，吴仕锋仅靠在村
周边打零工维持生计。

2014年6月吴仕锋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中，龙江镇和琼海市帮扶单位通过申

请助学金、生活补助、危房改造资金
和支持鸡苗、鹅苗、沉香苗等帮扶措
施，帮他脱贫。

在帮助吴仕锋脱贫的过程中，吴
仕锋曾萌生养猪的想法，得知这一情
况后，帮扶单位琼海市烟草公司支持
猪苗23头、饲料两包；龙江镇委、镇
政府给他送去了母猪仔8头、饲料91
包。随后，吴仕锋又利用镇级产业扶
贫资金的 5500 元购买猪苗 11头，
9500元购买猪饲料。

政府的扶持，激发起吴仕锋奋起
直追的自身动力。“光靠党委政府和
帮扶单位的扶持，自己坐享其成是远
远不够的。”吴仕锋说。

养猪是个技术活，吴仕锋苦下功
夫，想方设法提高喂养技术，市、镇举
办的生猪养殖培训班一期不落，期期

参与，认真听讲。
结合别人的有效经验和技术，吴

仕锋的养猪技巧上也得到提高，渐渐
成为了村里的养猪能手。第一批猪出
栏吴仕锋就收益了2万多元，吴仕锋
一家于2016年年底顺利实现了脱贫。

拿着养猪赚的第一桶金，吴仕锋
扩大了猪圈规模，现在200多平方米
的猪圈里养着10头母猪和60多头小
猪，在吴仕锋精心照料下，都活蹦欢
跳，肥硕健壮。

吴仕锋踏实肯干的好名声得到
村民认可，2016年底，他又组建了新
家庭，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吴仕锋除了发展养猪业、
打零工外，同时挤出时间种植槟榔、
橡胶等作物。

采访结束时，吴仕锋拿出2017

年获得的全省脱贫“奋进奖”牌，坚定
地说：“过去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
我要致富！致富！”

吴仕锋只是深造村脱贫攻坚一
个缩影。深造村作为琼海市龙江镇
唯一一个贫困村，经一年各级部门的
大力帮扶，村内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
善，贫困发生率稳定在2%以下，于
2016年整村脱贫出列。

龙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保护好当地传统民居特色，改善乡村
风貌，做好深造村从贫困村到美丽乡
村的华丽转身，镇委镇政府在各级部
门的支持下，近三年共计投入资金
300余万元重点打造，建设成效明
显，深造村被列入2017年海南省三
星级美丽乡村名单。

（本报嘉积1月4日电）

琼海龙江镇深造村村民吴仕锋

昔日贫困户 今朝奋进户

琼中脱贫攻坚巡回宣讲进乡村

分享致富好故事
干群脱贫干劲足

本报营根1月4日电（记者郭畅）“2017年能
够摘掉‘穷帽’，成为致富带头人，除了要感谢政府
各项暖心精准扶贫政策，也要感谢自己，因为脱贫
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吊罗山举行，
在最后一场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宣讲会上，琼
中营根镇新朗村脱贫致富带头人刘松应讲述了自
己的脱贫故事。

听完刘松应的宣讲内容，在场一位贫困户打开了
心结：“家里收入微薄，子女多，拿到了教育扶贫的各
项补贴，孩子都能上学。但要想让生活变得富裕起
来，自身还是要有稳定收入，通过宣讲会，了解到了很
多好产业，过几天自己要去向致富带头人‘取经’。”

据琼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国清介绍，巡
回宣讲会已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今年的宣讲会，增
加了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环节，根据《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方案》，琼中宣传
部对全县25名脱贫致富带头人进行了提前培训，从
2017年12月15日开始，组织大家分赴全县10个
乡镇44个贫困村，用大家乐于接受的黎族方言、苗
族方言，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个人脱贫故事。

“宣讲活动场场爆满，‘老师们’讲得生动，‘学
生们’听得认真。”琼中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
宣讲会融入了十九大精神，讲到了乡村振兴战略，
不仅在场贫困户感到热血沸腾，扶贫干部也感到
未来充满希望。

本报椰林1月4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胡阳 符宗瀚）挖土、运苗、
种植、固定……1月3日上午，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本号镇格择村的苗圃基地
里，由该村贫困户、村“两委”干部、帮
扶单位工作人员等组成的种树小分队
忙得热火朝天。这是继去年发展小种
鸡、圣女果产业后，该村村集体企业探

索出的又一条发展产业的新路子。
去年，本号镇在22个行政村成立

了22家村集体企业，推进农村集体产
业经济向纵深发展，打造精准扶贫新
亮点。格择村成立了陵水景利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采取“村集体企业＋技
术服务单位＋贫困户”模式，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

“去年村里发展的小种鸡产业，已
经给我们分红了，这说明了村集体产
业发展有效果。现在又开始发展景观
树产业，我们肯定要大力支持，积极参
与。”该村贫困户高永雄说。

“我们一方面积极探索发展产业
帮助贫困户脱贫，把他们纳入村集体
产业，但另一方面也坚持‘扶贫不养懒

人’。”吴梁说，对此，去年12月，格择
村制定了《关于贫困户参与村集体扶
贫产业项目的有关规定》。

规定要求，贫困户家庭具有劳动
力的必须参与扶贫产业项目劳务及全
村公益性劳动。对通知到位，但无故
不参与劳务的贫困户，每不参加一次，
当年的每一次产业利润分利调减该贫

困户100元；不参加两次的，当年的每
一次分利调减该贫困户200元；不参
加三次的，取消该贫困户当年享受产
业利润分利。

“制定规定，能够对贫困户起到一
个很好的督促作用，也见了成效。”吴
梁表示，如今村集体劳动贫困户都积
极参与，大家的干劲比以往更足了。

文昌铺前地太村
一年14户贫困户
全脱贫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说起文昌市铺前镇地太村圣女果
合作社，几乎所有村民都会提起一个
人，他就是地太村党支书韩俊清，大家
叫他“老韩书记”。

“老韩书记”今年52岁，回村之前，
主要做海鲜生意。早在几年前，地太村
党支部牵头成立了合作社，韩俊清专程
带着村“两委”干部和种植能手到琼海
等市县取经，学种香蕉、菠萝，带回了菜
椒、圣女果等农作物的种植经验。

为打开农产品销路，一开始，党支部
成员还去北京、上海等地跑市场。渐渐
地，销路稳定。韩俊清又号召党员干部为
村民兴修排水沟渠、整治环境和修路。去
年底，地太村仅剩的14名贫困户全部加
入到合作社，一年时间全部实现脱贫。

（本报文城1月4日电）

搭建大棚
保瓜菜收益

创新模式

精神传递

人物故事扶贫成效


